
10月11日(第18/116期)攪珠結果

頭獎：$10,274,390 （3注中）
二獎：$363,180 （4.5注中）
三獎：$19,200 （380.7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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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范信達道5號至11號「碧麗閣」
一單位發生入屋爆竊案。一名姓胡（80

歲）男戶主昨日下午2時半返回寓所時，赫然發現大門被人撬毀，屋內一
睡房有搜掠痕跡，一個裝有一批總值約90萬元首飾、港幣及外幣現金的
夾萬不翼而飛，相信已被賊爆竊掠去。
警員接報到場經翻查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證實早前曾有一名戴口罩男
子，用一輛手推車推着一個懷疑夾萬離開，相信與案有關。遂將案件交由
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列作爆竊案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

失 90 萬 財 物

婚變漢圖焚宅與子女一鑊熟
呷醋激走妻子 劏房放石油氣燒鞋盒尋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繼日前深水埗發生劏房

謀殺、自殺及縱火案，區內一間

劏房發生險釀父親與子女同亡的

企圖自殺案。一名無業漢疑不堪

鬧離婚妻子離家出走，昨凌晨在

寓所內情緒失控放石油氣及縱火

企圖尋死，幸屋內一對子女及時

發現將火救熄及逃出報警；事主

由救護車送院檢驗，警方正調查

其尋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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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 2222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2896 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生命熱線︰2382 0000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深水埗發生無業漢因
妻子離家縱火企圖自殺
事件，更險連累同在屋

內熟睡的一對子女，幸未有釀成悲劇。有社
工指出，如果丈夫性格剛烈及長期無業，情
緒容易受到刺激，家人在發生爭執時要注意
用詞，若關係長期未有改善，應及早向專業
人士尋求協助。

婚姻有賴彼此包容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如果配偶的性格剛烈及
疑心大，婚姻較易發生問題，因為夫婦相處
過程中發出摩擦或不協調在所難免，一段婚
姻能否和諧白頭到老，有賴彼此間互相包容
及協調。所以若配偶脾氣剛烈及疑心大，當
發生衝突或有感情問題時，便要特別小心處
理，以保護自己安全為首要考慮。
司徒漢明續說，一位男士有能力賺錢養妻

活兒，會感到有尊嚴及自我價值存在，所以
男人的自尊心很大程度與工作有關。以案中
男事主脾氣剛烈及長期失業情况，發生爭吵
時妻子需要注意用詞，盡量不要說出一些相

關的傷害性說話，以免對方情緒受刺激失控做出傷害
大家的行為。如果夫婦經常發生爭吵，一段時間仍未
有改善，反映夫婦間有嚴重分歧，便應及早向專業人
士尋求婚姻輔導，希望透過專業意見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1�冇
工
開
脾
氣
大

起
爭
執
勿
過
激

尋死男事主姓莫，47歲，初步未有受
傷，但情緒不穩定，須送院接受檢

驗。莫的20歲女兒及18歲幼子則未有受
傷，毋須送院。
莫妻事後接報因擔心一對子女安危，
從庇護中心趕返寓所了解情况，憂心不
已，為安全起見，一對子女搬到親友家
暫住。

夫遊手好閒 妻撐起頭家
據悉，涉事家庭為新來港人士，夫婦
在內地認識及結婚，至今已有二十多
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
她約4年前獲批單程證來港，丈夫及
其中兩名子女亦於其後獲批來港團聚，
一家四口同住深水埗桂林街115號一個
約百多呎的劏房單位，早前一對子女剛
找到在餐廳的工作，但丈夫則一直無
業。
莫太指，數年前丈夫在內地已開始無
工作，來港後繼續遊手好閒，一家經濟
依靠她做地盤月薪一萬多元支撐，生活

捉襟見肘。
莫太續說，丈夫脾氣暴躁及疑心大，

每當發現她與其他男性打招呼便會「發
脾氣」及向她打罵。
直至上月中，她在忍無可忍下離家出
走，搬到社區庇護中心暫住。但疑丈夫
因此情緒更為失控，經常在家「大吵大
鬧」，子女懼怕不已，詎料昨凌晨丈夫
在家縱火企圖自殺，幸子女及時發現將
火救熄，否則不堪設想。

煙味嗆醒長女 救火兼報警
消息稱，昨凌晨1時許，莫因連日尋找

妻子不果，疑在劏房寓所內情緒激動企

圖尋死，未有理會同在屋內一對子女，
分別開啟石油氣及點火燒鞋盒尋死，幸
女兒被煙味及火光弄醒，大驚叫醒胞弟
合力將火救熄，未有釀成巨災。
為安全起見，姐弟隨即收拾個人物品逃

出單位到樓下報警，並致電通知母親及在港
親友。警方及消防員到場調查，初步無人受
傷，但莫因情緒不穩定，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警方列作「企圖自殺」案處理。
法律界人士指出，這宗企圖自殺案發

生時，事主的子女亦同在屋內，警方進
一步調查若有足夠證據男事主有意圖與
子女尋死，男事主有可能會被控企圖謀
殺罪名，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關早前
接獲舉報，指一間位於屯門的食肆售賣一
款「焗芝士石斑飯」採用的食材並非石斑
魚塊，遂暗中安排購買該款食物進行檢
測，結果經政府化驗所檢測結果證實該款

食物中的石斑魚塊只是鯰魚塊，與所宣稱
的不符，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於
是在本周二（9日）拘捕該食肆的一名男東
主及一名女經理。
被捕的食肆男東主60歲，女經理55歲，

兩人涉嫌供應附有虛假商品說明的食物，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案件仍在調查
中。海關提醒商戶必須遵守《條例》的規
定，而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亦應光顧信譽
良好的商戶。

根據《條例》，任何人在營商或業務過
程中供應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或
管有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作銷售用
途，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
款港幣50萬元及監禁5年。市民可致電海
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
案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toms.
gov.hk）舉報懷疑違反《條例》的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中信銀行一名前
客戶經理，涉嫌利用職權便利，向11名內地客
戶虛假地表示向該銀行申請開立企業戶口須繳付
費用，合共詐騙他們近10萬元港幣。廉署昨控
告他11項欺詐罪名，違反《盜竊罪條例》第十
六A條，今（12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答辯。
被告曹正（28歲），案發期間是中信銀行

（國際）有限公司（中信銀行）客戶經理，他其
中一項職責是負責處理客戶開立企業戶口事宜。
控罪指，被告在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1
月18日期間，向11名內地客戶虛假地表示一筆
由5,000元港幣至1.2萬元人民幣（約1.35萬元港
幣）的公司戶口開戶費，確實是該銀行就開戶申
請所收取的費用，並意圖詐騙而誘使他們向他支
付有關費用，導致他獲得利益或他們蒙受不利。
被告涉嫌藉着上述虛假陳述，就開戶申請詐騙

該些客戶共逾3.47萬元港幣及5.7萬元人民幣
（約6.4萬元港幣）。
廉署指早前接獲有關貪污投訴，調查後揭發上述

涉嫌罪行。中信銀行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
協助。被告已獲廉署准予保釋，以待今日應訊。

警方早前就「倫敦金騙
案」大舉搜查多間投資公
司，其中涉事的灝天貴金
屬有限公司（灝天），前
日被一名澳洲商人入稟香
港高院，指去年被灝天告
知投資虧蝕，並被要求4
度「補倉」止蝕，惟3個
月前他才發現灝天根本沒
有替他作任何投資交易，

遂要求法庭頒令取回合共27萬
元澳幣（約150萬元港幣）。

「補倉」資金從未作投資
原 告 Yeung Martin Siu

Hong，楊兆康(譯音)，洋名Mar-
tin，報稱是澳洲商人；被告是
灝天貴金屬有限公司。楊的入稟
狀指去年6月在被告公司開設投
資戶口，並授權經紀黃婉君（譯
音）投資。
原告最初存款 8.5 萬元澳幣

（約47萬元港幣）到戶口投資
倫敦金，其後被通知投資虧蝕，
多次要求「補倉」止蝕。及至去
年10月，楊先後4度存款共18.5
萬元澳幣（約103萬元港幣）。
直到今年7月，楊始知被告
從無替他進行任何投資，即根

本沒有虧蝕。他遂發出律師信要求被告
在上月10日或之前，將他由去年6月至
10月期間存入的合共27萬元澳幣（約
150萬元港幣）退回，但他在限期屆滿時
仍未收到款項，遂在前日入稟高院興訟
向被告追討。
據悉，警方今年7月曾採取連串行動打

擊「倫敦金騙案」，大舉搜查多間目標投
資公司，成功搗破一個在社交網站用美女
照片，誘騙逾百名受害者授權投資的「美
人計」倫敦金詐騙集團，共拘捕多達46
人，而本案被告亦屬被警方搜查的涉案公
司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一名男子前日疑買衫瑣事與家人發生爭吵
後，一怒離家出走失蹤，父母遍尋不獲報
警。直至昨晨，事主被人發現伏屍在馬鞍山
一石灘，警方調查無可疑，列作「發現屍
體」案處理。
男事主姓蕭×暉，36歲，被發現時倒臥在

石灘罅隙之間昏迷不醒，救護員經檢查證實
死亡。蕭的父母接報趕至驚聞噩耗，傷心不
已，蕭母一度痛哭大呼「阿暉呀……點解會
咁樣……我好心痛……」需要家人安慰及攙
扶離去，聞者心酸。
據悉，阿暉任職清潔工，未婚，與父母同

住，有長期病患，情緒較易波動。前日父母
購買一件新衫給阿暉，但疑阿暉不合心意與
母親爭吵，其間更一怒離家出走失蹤；同日
晚父母尋找兒子不果，報警求助。
消息稱，昨清晨7時許，有晨運人士途經
馬鞍山年華路近泥涌一個石灘時，發現一名
男子倒臥石灘罅隙之間全無反應，思疑有人
遇溺，於是報警，救護人員趕至證實事主已
經死亡。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證實死者為36歲姓蕭

失蹤人士，初步事件無可疑，經死者家人到
場認屍後，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等候進一步
驗屍確定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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鯰魚「扮」石斑 一碟飯累兩人被捕

買衫與家人爭吵 離家男伏屍石灘

涉呃開戶費10萬
銀行經理挨告

■尋死事主的妻子昨午向記者講述與丈夫
爭吵原因。

■一名報失
蹤男子被發
現 伏 屍 石
灘，警員封
鎖 現 場 調
查。

■尋妻不果企圖自殺男子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劏房單位門外遺下劏房單位門外遺下
遭燒焦的紙鞋盒遭燒焦的紙鞋盒。。


